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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市民促立會通過普選方案
民建聯民調撐政改升 籲反對派投票尊重民意

民建聯早前委託香港民意調查中心於本
月13日至18日，以電腦隨機抽取電話

樣本，透過真實訪問員以電話問卷方式訪問
了1,070人，以了解市民對「立法會通過政
改方案」的看法，並在昨日記者會上公布調
查結果。

倘否決 62%對普選悲觀
調查結果發現，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立法
會議員應按照大多數市民意願，以決定是否
通過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有
62%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普選特首方
案，較3月底上次調查微升1個百分點。此
外，倘立法會最終否決2017年普選特首方
案，有62%受訪者對香港可於2017年之後落
實普選感到悲觀。
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既符合目前香港實際情況，也是對香港未來
政治經濟發展有利的方案。民建聯認為有五

大理由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一、通過方案符
合港人期盼；二、落實香港基本法的憲制要
求；三、可以讓香港的民主路走得更廣更
闊；四、可讓特區政府的施政更符合民意；
五、有利改善經濟發展及民生問題。

周浩鼎籲反對派順民意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在記者會上指出，今

次是民建聯第三次進行相關的民調。他們觀
察到3次調查結果相若，民情並無出現顯著
變化，均顯示出逾八成受訪者希望立法會議
員按主流民意，決定通過政改方案與否。
他續說，「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早前

發起的簽名行動，在短時間內收集到逾120
萬個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市民簽名，反映廣
大市民熱切期望立法會能通過政改方案，落
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他呼籲反
對派議員應尊重廣大市民的意願，負責任地
投下支持方案通過的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最快下月向立法會提交特首普選

方案進行表決，惟反對派議員仍堅稱要否決方案，企圖令港人盼望多年的

普選夢破滅。民建聯昨日公布的第三輪民意調查結果發現，超過八成受訪

者認為立法會議員應按照大多數市民意願，決定是否通過落實2017年「一

人一票」普選特首人選，62%則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普選特首方案，較上次

調查微升。民建聯指出，廣大市民均熱切期望立法會能通過政改方案，落

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呼籲反對派議員應尊重民意，負責任地

投下支持通過方案的一票。

詩姐籲反對派訪深提符人大決定建議

翻2010政改舊賬「學民」鴿黨駁火
在政改問題上，反對派各懷鬼胎，互

相攻擊。「學民思潮」早前在facebook
（面書）中批評民主黨於2010年投票時
曾支持過 2012 年政改方案，「出賣港
人。」有趣的是，「學民」卻又與民主
黨昨日同場宣布參與所謂「全民拒絕假
普選」運動。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借機大
發脾氣，並強調該黨當時支持政改方案
並沒有錯。

「學民」在昨日記者會舉行前，在面
書上翻民主黨的舊賬，貼文批評民主黨
在2010年走入中聯辦商談，最後支持政
改方案，「出賣了香港人。」對此，劉
慧卿似甚忿忿不平。

在昨日「全民拒絕假普選」運動記者

會上，當各團體代表「義正詞嚴」地解
釋為何要反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時，
劉慧卿突然表現激動，更打斷記者會主
持人、民陣召集人陳倩瑩的發言，並
稱：「現在大家要團結，不要互相攻
擊。2010年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是沒有
錯的，我完全不能接受（『出賣港人』
的批評）。如果再係咁樣，好難搞
喎！」

在劉慧卿的怒吼後，各團體代表頓時
靜默了數秒，最後代表要求影大合照，
更安排劉慧卿坐在中間位
置來「打圓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擬「圍立會」逼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
宣稱願意與中央溝通的香港反對派，在
獲安排赴深圳與中央官員會面後一直動
作多多。民主黨、公民黨連同一批反對
派激進組織昨日就舉行記者會，聲稱成
立「全民拒絕假普選」運動，並計劃在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前的周日發起
大遊行，其後會每天都在立法會外集
會，向反對派議員施壓。

表決前周日起「滾動」集會
民陣昨日聯同民主黨、公民黨、「學

民思潮」等19個團體宣布發起「全民拒
絕假普選」運動。運動召集人陳倩瑩
稱，他們計劃在政改表決前的周日發起

遊行，初步計劃由維園出發遊行至立法
會大樓外，其後，他們會在立法會辯論
期間，「滾動」式在大樓外集會。
陳倩瑩稱，他們已經向立法會秘書處

申請借用大樓的公眾示威區作為集會的
場地，等待立法會秘書處審批。她稱，
立法會行管會較早前修改規則，規定所
有人士在立法會會議完結後1小時，不
能逗留在示威區內，故他們不會呼籲市
民通宵集會，也不會「主動發起佔
領」。
他們更計劃於下月7日發起所謂「真

．落區」活動，計劃當日分別在尖沙咀
文化中心、屯門和葵涌等地區集合，再
分成7隊，每隊約30人，分別往柴灣、
鴨脷洲、鑽石山、深水埗、元朗、青衣
和上水等地區的屋邨和商場，設立街站
宣傳否決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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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改進入關鍵階
段，新華社昨日發表時評，指香港特首普選方案公正
穩妥，真心期盼政制向前發展的人都應支持通過，特
別是普選關乎香港整體利益，更應本歷史負責態度
作正確選擇。文章強調，立法會議員肩負重大憲制責
任，面對全港市民根本利益，唯一做法就是順應主流
民意，本發展香港民主共同信念，以智慧和勇氣投
下支持一票。

對歷史負責作正確選擇
該篇題為《把握歷史良機 推動民主發展》的時評表

示，特首普選方案是一份在廣泛徵求意見、凝聚社會
共識的基礎上制訂的普選方案，既有堅實的法律基
礎，又切合香港實際情況。身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
員，若真心希望香港500萬合資格選民能早日「一人一
票」選出行政長官人選，若真心關切香港整體利益和
長遠發展，就應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對普選方案
作出正確選擇。
文章指出，提委會的構成和提名程序是普選方案的
核心，是嚴格遵循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最為公正穩妥的制度安排。它保證
以充分選擇權為基礎的民意真實性，又可有效避免不
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選擇可能造成的「馬拉松式」
選舉對抗，更有利於避免激進主張撕裂香港社會、製
造對立，降低普選導致民粹主義的風險。只要是真心
期盼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人，理應對提名制度表示贊
成，支持普選方案順利通過。
文章強調，只要各界齊心協力通過方案、實現普

選，贏得更多民意支持的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必將
更好地帶領香港市民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亦將得到更好的保障。方案如遭
否決，政改無法推進，香港社會勢將繼續陷於爭拗和
內耗，許多深層次矛盾仍然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其後
果遠非遺憾二字可以概括。

料反對者終回普選正道
針對反對派否決方案的態度，文章批評，自政改啟
動以來，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始終對落實普選抱有這樣

那樣的異見，甚至不乏揚言綑綁否決的激進者。中央政府對此始
終堅持開誠布公對話溝通，致力於消解分歧、凝聚共識。港澳事
務的主要負責官員又將在深圳與立法會議員就政改議題展開充分
探討，相信經過理性務實的溝通，終能讓反對者認清大勢、轉圜
心意，回到推動落實普選的正道上來。
文章最後提到，「歷史大潮，浩浩蕩蕩」，身為肩負重大憲制
責任的立法會議員，面對全港市民的福祉和根本利益，唯一正確
的做法就是順應主流民意，以發展香港民主的共同信念為依歸，
以智慧和勇氣投下無愧於歷史的莊嚴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官員將在深
圳與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
交流對政改的意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稱，該
黨會派出3名代表與會。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則指，
立法會議員有責任在政改這重要議題上反映民意，
相信該黨會派人出席，但堅稱不會接受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強調，人大「8．31」決定
不會撤銷，但可在決定的框架下尋找解決辦法，並
呼籲反對派議員如有符合框架的建議，可藉今次會
面提出。
劉慧卿昨日稱，該黨已決定派出胡志偉、黃碧雲
和單仲偕3名議員參與會面。余若薇昨日在接受電
台節目訪問時也稱，就算反對派不接受人大「8．
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此行也未必能改變任
何事，但身為代表香港市民的立法會議員，有責任
「面對面」而非「隔空」地向中央官員講述自己的
立場、看法和反映民意，故相信該黨會派員出席。
不過，余若薇重申，反對派一定會否決政改方
案，即代表「政改五步曲」只走到第三步。根據憲
制安排，特首有憲制責任重新啟動「政改五步

曲」。她又稱，香港每一個市民都有權選擇普選特
首的模式，尤其是18歲的年輕人，「任何一個普
選特首的方案都必須獲得年輕人同意。」
梁愛詩在一個公開場合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香

港市民都期望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但政改僵局僵
持已久，希望雙方可利用稍後會面機會解決問題。
她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不會撤
銷，但可在決定的框架下尋找解決辦法，惟她聽不
到反對派議員有什麼建議。她呼籲反對派議員如有
符合框架的建議，可藉今次會面提出。被問到「白
票守尾門」是否可以商討，梁愛詩回應指在接受決
定框架的前提下，很多事情都可以商討。

黃友嘉：比不會面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在接受電台訪問中指

出，雖然現時各方立場仍很堅定，他對會面結果未
感樂觀，但會面一定比不會面好，各界仍應看到方
案通過的重要性。

張國鈞：冀返回現實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另一場合指，中央官員將

會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討論政改，是大多數市民
樂見，訊息正面，並期望反對派放棄不討論具體方
案內容的態度，返回現實，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下討論方案。
他又認為，特區政府不斷伸出橄欖枝，反對派應

與中央官員作良性、正面溝通，並尊重民意，又強
調議員不理會主流意見不是民主社會應有的做法。

白鴿被譏「兩手準備」
不過，「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稱，目前距離政改表決只剩數星期，期望政
改方案有實質及原則性的大變動是不切實際的，會
面只是「政治公關騷」，因此他拒絕出席。
當年從民主黨「出走」的范國威更嘲諷稱，民主

黨現在正做「兩手準備」，即該黨主席劉慧卿一方
面稱「歡迎溝通」，但又拒絕赴會，一方面則派其
他黨友出席，「又可以釋除『泛民』支持者擔心被
『撬票』的疑慮，又可以行溝通之路。」
他要求其他反對派議員不要出席會面，不要「密

室談判」，以釋除公眾對反對派會被「撬票」的憂
慮，「會面帶來的疑慮多過成果。」

市民爭索「鬆綁」書籤贈反對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
日偕同多名專業人士，在紅磡黃
埔區派發「齊來鬆綁」書籤，呼
籲市民游說反對派議員「鬆
綁」，令香港政制可以向前發
展。多位巿民接過書籤後表示，
認同反對派需要「鬆綁」，並承
諾會將書籤轉贈反對派議員，游
說他們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
為宣傳「鬆綁」的訊息，梁美

芬本月初發起「鬆綁行動」，印
製了精美「鬆綁」書籤和信紙。
昨日下午，她偕同多位專業界人
士，包括羅少雄、傑生和多名義

工，在黃埔區向巿民派發「鬆
綁」書籤，大受巿民歡迎，短短
半小時已全數派出。
梁美芬表示，不期望反對派議

員會直接回應她的書籤內容，因
此希望透過落區派發書籤，由認
同「鬆綁」的巿民游說反對派。
羅少雄則說，作為香港市民，希
望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令500
萬市民可於 2017 年「一人一
票」選出特首人選。
巿民在聆聽梁美芬解釋「齊來

鬆綁」訊息後，大多表示非常認
同，認為凡事都「宜解不宜
結」，並促請反對派不要強行
綑綁否決政改，而是按議員各
自意願投票。多名巿民更承諾
將書籤轉贈給反對派議員，游
說他們支持政改，令梁美芬大
為鼓舞。■梁美芬昨與多名專業人士到紅磡黃埔區派發「齊來鬆綁」書籤。

■反對派昨舉行記者會，聲稱發起「全民拒絕假普選」
運動。 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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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及周浩鼎昨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及周浩鼎昨
公布民建聯第三輪政改民調結果公布民建聯第三輪政改民調結果。。


